
陈国清

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金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六公司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不管是严寒酷暑， 还是狂风暴雨，
每天出租车司机都会穿行在大街小巷，
城市的各个角落。 出租车作为城市的
流动名片， 的哥的姐们时刻规范自己
的行为， 用贴心、 热情的服务擦亮了
首都文明的窗口。 他们将三尺小车厢
当成传播文明、 传递温暖、 奉献爱心
的大舞台， 演绎了无数助人为乐、 见
义勇为、 拾金不昧的感人故事， 谱写
了一支敬业、 文明、 奉献、 友爱的劳
动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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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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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听到
“北京的哥好样的”

朱华江

“我认为， 如果说我有信仰， 那就是助人为
乐。 这些年， 我一直在提升自己， 不做一名一心
只想赚钱的的哥， 得有点追求。” 这就是陈国清，
北京金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六公司的一名的哥，
2016年获选第十届 “首都十大的士英雄”。

陈国清是平谷人， 今年50岁。 “当的哥是要
养家糊口， 但不等于就不做公益了。” 这些年，
陈国清乐于助人的事情不少。

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 有一天清晨 ， 天刚
亮， 陈国清刚刚从公司领到出租车， 开到东五环
附近。 远远地， 陈国清发现路边有人在挥手招
车， 在他前面的好几辆出租车当没有看见一样，
呼啸而过。 开近了， 陈国清才发现， 这是娘俩，
女儿捂着肚子， 很痛苦的样子， 母亲心急如焚地
招手。 “肯定是有紧急情况， 别人不管， 我得
管。” 陈国清立即将车停下来， 将母女扶进车，
问清情况后， 选择了最快的路线， 将这对母女送
到朝阳医院急诊门前。 “女儿急病， 妈妈去挂
号， 我就帮着把小姑娘抱进医院。” 看见母女顺
利就医后， 陈国清便悄悄地走了……

这样的事情经常上演， 而让陈国清难忘的是
接送亦庄的梁大妈。 梁大妈儿子在美国， 老两口
单独住亦庄， 都身患疾病， 每周都要去友谊医院
做理疗。 “从城区到亦庄， 往往会空驶， 这是很
多司机不愿意接的活。 但我不能只想着赚钱， 还
得想着服务百姓， 方便他们出行。” 就这样， 陈
国清上午接梁大妈去友谊医院， 下午再把梁大妈

送回亦庄， 这样坚持接送近一年。 “你也需要养家糊
口，能来接送我就很不容易了。 ”每次梁大妈想多给
陈国清些车费， 都被陈国清婉拒了。

除了个人助人为乐， 陈国清还是公司 “的士共
产党员车队” 中的一员， 平时经常参加车队的公益
活动， 比如免费接送建国门街道的残障人士。 “为
他们服务， 就是为他们 ‘接上腿， 走出去’， 让他
们接触大自然。” 陈国清说。 陈国清每年还参加万
寿路一家眼科医院的公益活动。 这家眼科医院免费
为藏族同胞做眼科手术， 手术后， 陈国清和车队便
免费载着藏族同胞， 游览天安门广场、 水立方、 鸟
巢、 奥林匹克公园等景点。 年底， 车队和建国门街
道的残障人士还会举办联欢会……

“做人心胸要宽广， 光想着赚钱不行。” 陈国清
经常这么说。 但是， 他的一位亲属起初对他参加公
益活动的行为并不理解： “你一个出租车司机， 每
天一睁眼就是份子钱， 你好好开车赚钱就是了， 做
什么免费的公益？” 但随着陈国清的坚持，他赢得了
社会的赞赏。 陈国清的这位亲属也改变了看法：“做
人确实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好的风气， 需要有人带动， 我愿意做那个带
动好风气的人。” 陈国清说。

助人为乐
是一种信仰

朱华江是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
一名司机， 已经工作十年了。 俗话说， 十年磨一
剑， 而对朱华江来说， 十年的时间让他深深喜欢
上了开出租车这份工作， 一句 “北京的哥” 让他
觉得倍感亲切。 “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窗口行业，
每天在大街小巷上拉活挺不容易的。” 但是十年
过去了， 这份工作给朱华江的生活中留下的却是
满满的正能量。 “可以说这份工作已经融入了我
的生活， 更有像兄弟姐妹一般的的哥的姐的相互
照应， 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

每天早上朱华江都会换上干净的衣服， 同时
将头天清洗的座垫、 靠垫重新安上， 他已经养成
了天天收拾打理自己和车厢的好习惯。 此外， 他
还会注意车内的装饰， 比如夏天， 除了开空调
外， 朱华江还会选用一些淡颜色的装饰。 “夏天
天气炎热， 乘客坐下来， 这些颜色会让人凉快一
些， 让乘客一上车就有一个清凉、 舒畅的好心
情。” 朱华江笑着说。

车来车往， 乘客无数， 始终不变的是朱华江
的工作热情与方便乘客的爱心。

记得在2015年8月16日， 朱华江通过 “滴滴”
平台预约了一名乘客。 当乘客到达时， 令朱华江
有些吃惊， “乘客推着辆轮椅出来， 轮椅上坐着
一位年轻女子。” 朱华江帮助乘客上了车， 攀谈
中， 他得知女孩是一位来京看病的癌症患者， 这
次是为准备手术去医院做检查。

车上， 患者向朱华江讲述了由于身体原因不

好打车， 去医院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当场就产生
了同情之心。 因为我是一名党员的哥， 同时也是一
名父亲。 看到正值大好年华的女孩患了病，我觉得我
应该出手相助，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朱华江说。 于
是， 朱华江当场向乘客承诺———以后只要是朱华江
的班， 他都会负责接送患者， 并且是免费接送……

于是， 之后每次上医院女孩就有了 “专车” 接
送。 女孩的手术很成功， 术后朱华江还专门到医院
看望了她， 并送去了200元钱。 “钱虽然不多， 但
也是我尽的一片心意。 当时女孩感动得流出了眼
泪。” 在女孩恢复的日子里， 朱华江还经常去看她。
“尽管手术后的她身体很虚弱， 但每当看到我时 ，
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朱华江说。 “这段日
子对她来说是黑暗的， 但是我希望我的爱心能够陪
伴她走过人生的低谷， 迎来美好的未来生活。”

在别人需要帮助时， 朱华江从不吝啬 “出手”，
这也感染了身边的人。 一次， 朱华江在的士微信群
里讨论为河北的一个患病孩子募捐。 这时， 车上乘
客的爱心一下被点燃了。 “乘客下车的时候， 专门
额外交给我二百块钱， 让我转交 。 乘客对我的信
任， 也感动了我。” 爱心就这样在小小的车厢里传
递着。

“与人玫瑰，手有余香。 ”朱华江说，“每次帮助
别人后，听到一句‘北京的哥好样的’就足够了。”


